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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厦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期间发表的《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

来》《深化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记者会上的讲话》等4篇重要讲话。

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11日电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
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11日在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开幕。国家主席
习 近平发来贺信，向会议的召开致
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代
表、国际机构负责人和各界人士致以
诚挚的欢迎，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开

幕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向会议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国际机构负

责人和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欢迎！

土地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全球重大生态问题。公约生

效21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

荒漠化防治取得明显成效，但形势依

然严峻，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的人民

饱受荒漠化之苦。这次大会以“携手

防治荒漠，共谋人类福祉”为主题，共

议公约新战略框架，必将对维护全球

生态安全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防治荒漠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

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我们

要弘扬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预防为主，坚定信心，

面向未来，制定广泛合作、目标明确

的公约新战略框架，共同推进全球荒

漠生态系统治理，让荒漠造福人类。

中国将坚定不移履行公约义务，按照

本次缔约方大会确定的目标，一如既

往加强同各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交

流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

世界而努力！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年9月11日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开幕式上
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发表主旨演
讲。他强调，中国将认真履行习近平
主席在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
郑重承诺，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为己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把防治荒漠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全面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荒漠生态系
统治理和民生改善相结合的道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会议发来视频致辞。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是联合国里约可持续发展大会框架下的

三大环境公约之一，旨在推动国际社会在防治荒漠化和缓解干旱影响
方面加强合作。缔约方大会是公约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每两年举行
一次，来自196个公约缔约方、20多个国际组织的正式代表约1400人
出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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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第二
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
代表大会 11 日上午在北京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对会议
召开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检察官作为公共利

益的代表，肩负着重要责任。本届国
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以“为公益服务

的检察”为主题，围绕建设平安、公
正、和谐的法治社会，深入探讨检察
官保护公益问题，对推动各国法治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全面依法治国，持续推进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努
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承担惩治和预防犯罪、对诉讼活动
进行监督等职责，是保护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在发挥检察官公益保护作用、
推进法治建设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也愿积极借鉴世界有关法治文明成
果。希望各国检察官以本届会议为
契机，分享保护公益、推动法治建
设的经验，深化司法合作交流，共
同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
业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朱槿
花状的国际会展中心已成为城市地
标。14年来，它见证了中国和东盟国
家携手前行、合作共赢的历程。9月
12日，它又将迎来第14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东博会）的举行。
14年来，为满足办展需求，南宁

国际会展中心几次扩建。本届东博会
继续设置商品贸易、先进技术、投资合
作、服务贸易、魅力之城五大专题，展
区设置更专业、更集中，同时围绕“共
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助推区
域经济一体化”重点主题，各展区均突
出“一带一路”相关元素及内容，呈现
多姿多彩的面貌。
本届东博会将首次设立“一带一

路”专题展区。来自哈萨克斯坦、斯里
兰卡、埃及、波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重点企业将携本国特色展品参展。
届时可以在这里找到哈萨克斯坦的植
物油、巧克力、面食，也可以找到斯里
兰卡茶叶等。
从今年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开始，特邀贵宾国机制改为特邀合
作伙伴机制，由哈萨克斯坦出任首个
特邀合作伙伴。这也是东博会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的特邀合作伙伴机制
新突破、新亮点。
从2015年起，东博会每年举办中

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现在，每周
有1000多个航班穿行于中国与东盟
国家之间。2017年首季，中国依然是
柬埔寨最大客源国。2017年7月，越
南接待中国游客量超过40万人次，中
国继续成为越南的最大旅游客源地。
与此同时，到中国旅游的东盟客

人也越来越多。2016年，越南、马来
西亚、菲律宾等国来华旅游人数均超
过百万人次，且均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在东博会举办地广西，其每年超
过300万人次的入境游客中，有近一
半来自东盟国家。
第14届东博会将举办35个高层

论坛活动，再创历史新高，涉及领域也
为历年最广。届时，中国和东盟各国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将围
绕中国和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重点合作领域进行务实交流，发布中
国—东盟合作的重要政策、数据和行
业信息，“南宁渠道”日趋成熟，越走越
通畅。
近年来，国际产能合作成为中国

与东盟合作的热点，也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进入务实合作阶段，中国与
各国国际产能合作呈现出较快发展的
局面。
本届东博会将继续由国家发改

委、中国商务部和自治区政府共同主
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系
列活动，将开创国际产能合作新形式，
深化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实现中国
和东盟国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为优化国际产能合作展示内容，

本届东博会将以“国际经济合作展
区”为依托，突出展示基础设施建设、
国际工程承包、能源环保、资源开发，
以及铁路、有色、电力、建材、工程机
械等重点国际产能领域的合作。中
国科技部也将组织国内科研院所和
众多科技企业充分展示中国的高新
技术项目成果。

新 亮 点 新 突 破
——写在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之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金秋时节，

浙江湖州市德清

县钟管镇蠡山村

刘家桥港内荷

花盛开，花色

娇艳美丽，游

客乘船赏花别

有 一 番 乐趣。

近年来，该县投

入 5000多万元

对刘家桥港进

行 河 道 清 淤 、

岸坡整治和生

态修复，实现

了水清景美，吸

引各地游客到此

旅游。

谢尚国摄

“中国交建的诞生和发展是
中央企业改革创新的一部发展
史。”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孙子宇说，正是这样的持
续改革创新，中国交建从一个基
建巨人成长为全球领先的特大型
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商。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交建积极谋划企业
发展新蓝图，加快实施结构调整、
创新驱动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2017年，中国交建位列世界

500强第103位，连续11年荣膺
ENR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中国
企业第1名，在国资委经营业绩
考核“十二连A”。

创新打造“五商中交”

2005年，中国交建以强强联
合、新设合并方式组建，不到9个
月时间即实现H股整体上市，成
为特大型中央基建企业重组改
制、整体上市的第一家。
经过十多年不断发展创新，

中国交建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
港口设计建设公司、世界最大的
公路与桥梁设计建设公司、世界
最大的疏浚公司、世界最大的集
装箱起重机制造公司；是中国最

大的国际工程承包公司、中国最
大的高速公路投资商，拥有中国
最大的民用船队。
2016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

正式宣布中国交建作为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试点，中国交建又迎来
了继续创新、寻求更高突破发展
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交建审时度势提出了
打造世界一流工程承包商、城市
综合投资开发运营商、特色房地
产商、基础设施综合投资商、海洋
重型装备与港口机械制造及系统
集成商的“五商中交”战略，推动
公司由工到商、工商融合发展。
中国交建以打造世界领先的

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综合开发、装
备制造及海洋重工、疏浚及海洋
环保、园区投资建设运营服务、产
业金融服务六大产业集团为目
标，制定了“一台六柱”改革总框
架，规划了改革的发展蓝图。
蓝图已定，如何落实？中国

交建认识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
力，要在结构调整上下功夫，具体
做好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资产
结构调整。
在组织结构调整上，积极打

造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整体架构。
加快投资公司总部平台建设，将
集团总部打造成战略管控、产业
培育、资本整合的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总体定位。（下转第四版）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基建巨人的华丽升级
本报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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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极：越野跑领域的“藏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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